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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吉进智同志因病于2020年6月9日19时

40分逝世，定于6月13日上午10点在海口市

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哀致此讣。

妻：陈秀琼

儿：吉学群、吉学东

女：吉学军

2020年6月9日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亚春明）“请打开后备厢，
我们要检查。”6月10日上午，海棠湾
号轮船停靠在海口秀英港11号码头，
广东籍旅客黄先生驾驶轿车下船准
备离港时，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缉毒
队员立刻持查毒测毒科技设备，对人
员和车辆进行全面检查，确认没有藏
匿毒品后方才放行。这是海南警方
开展“以赛为战”全省毒品查缉实战
练兵大比武的一个场景。

在当天秀英港毒品查缉实战练兵
大比武现场，海南日报记者看到，烈日
下，10多名缉毒队员分别持X光扫描
仪、快速检测仪和车底镜，对车辆前
后、里外逐一检查，并从车里提出行李
物品，一一检查检测，一名队员打开后
备厢仔细检查后，从里面抱出一个备
用轮胎仔细检查，还放在地上滚了滚。

今年6月4日，全省毒品查缉实
战练兵大比武开始，大比武主战场设
在海口秀英港、新海港码头，共有10

支代表队参战。这也是我省公安首
次开展大规模、跨区域、全天候毒品
查缉实战拉练。

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禁毒大队大
队长符朝明表示，作为参加本次练兵大
比武的一员，又是本次活动的东道主，该
局禁毒大队充分发挥团队整体作用，采
取“四班三运转”的全天候公开查缉模
式，在查缉技能、工作作风、操作规范、处
置效果等方面下功夫。

“本次大比武活动，汇集了全省

多个市县公安局的禁毒骨干队伍和
业务强手，竞争激烈，我们大队民警
之间也是你追我赶地较劲呢。”民警
高杰对记者说，该大队指派队内学习
能力较强的队员到比武现场，观摩学
习表现突出的参赛队伍的工作方法，
回头以“禁毒查缉小课堂”的方式给
全体队员传授经验，对标先进、比学
赶超，以此次大比武为契机，着力培
养锻炼一批毒品查缉能手，并在这次
大比武中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我省开展毒品查缉实战练兵大比武

以赛为战 争当能手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记者马
珂 通讯员陈建洪）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南省卫健委了解到，中国赴孟加拉国
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后，在孟方安排
下，于当地时间6月9日下午，在该国
卫生服务总局总部继续和卫生服务总
局技术咨询委员会就新冠肺炎救治进
行交流沟通。

会议由委员会副主席塔克米娜
教授主持，该国卫生服务总局局长阿
扎德教授亦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
专家包括了该国国防部、国立医科大
学、病毒研究所、热带病研究所等代
表。

双方的专家就国家风险地区划分
的经验、中小学生消毒、居民消毒、医

护预防、提高核酸检测能力、轻症病人
治疗、重症病人治疗、医生的工作模
式、医院病人收治区域划分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交流，专家组成员一一向孟
方介绍了中国的经验，重点建议孟方
建立指定医院来对轻症患者进行统一
隔离和治疗。专家组中的中医专家张
汉洪向孟方分享了中国中医药在新冠

肺炎患者救治上的经验。孟方对中国
专家的经验分享表示感谢，并和中国
专家组分享了孟方最近编写的《国家
2019 年冠状病毒疾病临床管理指
南》，并希望中国专家组对孟方的国家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计划和对
《国家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临床管理
指南》提出建议，希望未来中国疫苗的

临床实验可以和孟方合作。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专家组领队

李文秀代表中国专家组，把专家组精
心准备的包含大量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护流程视频、中国抗疫指南资料的
U盘赠送孟方代表塔克米娜教授。

我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公参严华
龙全程陪同参加上述所有活动。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

“ 我是海南师范大学
2020届毕业生，这是我的求
职简历……”6月9日上午，
海南省2020年首批面向全
球招聘三万岗位人才招聘活
动海南师范大学专场暨高校
毕业生留琼就业对接会在海
口举行。

活动现场来了111家企
事业单位，共提供了1843个
优质岗位，让不少毕业生大
呼“等来了一场及时雨”。

受长期总量矛盾与结构
性矛盾交织影响，加上新冠肺
炎疫情的冲击，今年高校毕业
生就业形势普遍较为严峻。
我省教育、就业部门一方面多
措并举帮助高校毕业生顺利
就业，一方面拿出最大诚意吸
引他们留在海南，参与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根据就业部
门的总体判断，今年我省高校
毕业生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基
本可期。

我省建筑系统为工地
“送清凉”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记者郭萃）6月10日
上午，由海南省建筑业协会、海南省建施安责险共
保体组织的2020海口市建筑工地“送清凉”维权
关爱活动在海口市坡博坡巷棚户改造项目部启
动，当天上午先后为坡博坡巷棚户改造项目和文
明东越江通道项目工人送去凉茶、药品等防暑降
温物资。接下来，海南省建筑业协会和海南省建
施安责险共保体还将走进海口20余个建筑公司
开展“送清凉”活动。

近日来，海口持续高温天气，酷暑难当，在坡
博坡巷棚户改造项目和文明东越江通道项目工地
上仍是一片繁忙景象。为了确保建筑工人的身体
健康和工地的生产安全，海南省建筑业协会、海南
省建施安责险共保体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工人送
去慰问和关怀，并准备了毛巾、花露水、藿香正气
水、凉茶等防暑降温物资，让一线工人感受到烈日
酷暑下的清凉和关心。此外，上述两家项目部也
通过发放药品、错峰施工、洒水车定时洒水、围挡
塔吊喷淋、雾炮机除尘降温等措施做好夏季高温
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我省现有商业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约52万家
从业人员超过250万人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记者罗霞）海南日报
记者6月10日从省商业总会第四届七次理事会
上获悉，我省现有商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约52万
家，包括零售商、供应商、服务商，从业人员超过
250万人。为更好促进商业发展，我省将举行评
选海南十大手信礼品等活动。

省商业总会将采取系列举措服务商业企业。
一是进一步办好惠广网（惠广商城）大型电商平
台，为会员单位提供免费入驻、线上开店、线上销
售服务。二是为会员提供融资贷款渠道，协助解
决融资贷款过程中的难题。三是开展诚信会员单
位创建活动、评选海南十大手信礼品、商务信用资
质等级认证服务，树立信用品牌。四是办好每年
一届的海南迎春商品农产品展销会，搞活商品流
通，扩大内需，满足消费者采购需求。五是免费为
会员提供民事纠纷调解服务。六是利用省商业总
会商事调解中心职能，为会员提供商事纠纷调解
服务。七是开展海南省商业100强等评选活动，
树立海南商业品牌。

我省教育、就业部门和各高校拿出“硬核”举措保障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

聚力“稳就业”打出“组合拳”

中孟两国专家就新冠肺炎救治展开交流

分享经验 携手合作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记者袁
宇）2020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将于
6月13日在海口名门广场开幕。本
次活动涵盖海南名粽展销、海南名粽
营销分享会、海南名粽企业推介路
演、“粽夏之夜”动感嘉年华等内容，
在粽子饮食文化的基础上，紧跟互联
网时代风口，大力开拓海南名粽营销

手段，推动海南食品产业消费升级，
开创产业全面开花新格局。

据悉，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已成
功举办四届。活动已经成为展示海
南美食文化、海南粽业营销推广、市
民选购端午粽子的重要平台之一，每
次活动均获得参展企业和市民点赞。

此次活动展示和分享并重，购物

和欢乐并举。活动吸引了来自儋州、
琼海、万宁、定安等市县的数十家知
名粽企参展。除了传统摊位展销，主
办方此次还为参展企业提供了更加
全面的展示机会。在规定时间内，各
家参展粽企或者相关食品企业可在
路演舞台上展示、推介自家产品，市
民也可在活动中以更优惠的价格享

受一站式粽子购买体验。
本次活动还通过海南名粽营销

分享会，将网红、电商、快消食品品牌
商、大型商超渠道汇聚一堂，深刻探
讨互联网时代粽子品牌营销领域，解
读把脉粽子营销的未来之势。活动
还将为广大市民游客奉献一场动感
之夜，在神秘魔术、摇滚狂欢、律动舞

蹈中，提前感受端午节的火热氛围。
本次活动为期2天，由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儋州市人民政府、琼海市
人民政府、万宁市人民政府、定安县
人民政府主办，儋州市现代服务与投
资贸易局、琼海市商务局、万宁市商
务局、定安县发改委、海南日报全媒
体运营中心承办。

儋州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

消除事故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那大6月10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6月10日，以“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
防线”为主题的儋州市2020年“安全生产月”启动
仪式暨消防应急演练活动，在市体育中心“一场两
馆”项目施工现场举行。儋州部分在建项目投资
方和施工单位代表等200余人参加。

演练现场，从“发现险情”“紧急疏散”到“医疗
救护”“险情排除”，中建一局儋州市体育中心“一
场两馆”项目部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在儋州市消防
大队的紧密配合下，完成消防应急演练任务。

根据省有关文件精神，建施安责险作为建筑
施工行业的强制保险，承保方海南省建施安责险
共保体须提取不少于15%的保费，用于协助企
业开展事故预防服务，预防服务内容包含安全培
训和文化建设、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安全隐患排
查、应急预案编制和救援演练、安全生产科技推
广应用等。

第五届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13日海口开幕

文昌力争年内学校食堂
“互联网+明厨亮灶”全覆盖

本报文城6月10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 通讯员余妙）6月9日，文昌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联合文昌市教育局召开文昌市学校食堂

“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工作推进会，力争年底
前实现全市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互联网+明厨亮
灶”覆盖率达到100%。

截至今年6月，文昌市实施明厨亮灶的学校
食堂达到147家，覆盖率为94.2%；实施“互联网+
明厨亮灶”的食堂覆盖率仅为6.41%，该项工作进
度滞后。

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继续加强与各有关单位沟通协作，共同推
进文昌市学校食堂、社会餐饮单位“互联网+明厨
亮灶”建设工作，更好地推动学校、监管部门和社
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共治，为广大学生的饮食安
全保驾护航，全力提升文昌市食品安全水平。

近日，在海口秀
英港11号码头，省公
安厅港航公安局缉
毒队员正对到港人
员和车辆进行抽查
是否携带违禁品。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大四学生王
翔没有想到，自己的求职路并不是想
象中那么顺利。

今年我省应届高校毕业生总数
约为5.5万人，比上年增加了近2000
人，就业工作压力持续增大。

今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
情，我省各高校复学复课时间往后推
迟了将近3个月，原定的招聘会也一
个又一个地取消，同学们心急如焚。

海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大四学生张钰川求职更为艰难：“我

的家乡武汉是重点疫区，受疫情影
响，我报名的教师编制考试一再延
迟，很多企业也都暂停了生产经营，
更不要说还有余力招收新的员工
了。”

她的一些同学虽提前找好工作，

但也并不表示就可以高枕无忧——
部分同学因所签约的企业周转不开，
还未入职就被裁员；还有部分同学因
为所签约的企业迟迟无法复工，报到
上班的日期遥遥无期，只能选择放弃
这个岗位，重新投递简历。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就业工
作，多次召开会议对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在抓好常态
化防控的前提下，努力稳定现有就
业，积极增加新的就业。

为此，教育部门启动了“七个一
批”工程，把高校毕业生分成7个批次
——自贸港建设人才招募一批、基层

就业项目吸纳一批、升学深造一批、
自主创业一批、动员参军入伍一批、
返岗实习参与复工复产一批、“旺工
淡学”培养一批，以此拓宽就业渠道、
缓解就业压力。

就业部门出台了《关于疫情期间
简化就业见习基地申报流程的通知》
等文件，对就业、见习等政策进行了

调整；及时将线下招聘活动转向线
上，联合国内知名人力资源网站和各
高校举办了一系列网上校园专场招
聘会，并积极指导各高校开展网络就
业指导服务和就业创业政策推介活
动，加快2020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
和就业见习补贴的审核与发放，当好

“就业服务员”。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人才处负责
人介绍，一系列“稳就业”举措得到了
企业、高校和毕业生的积极响应。5
月20日该局与海南大学联合举办的
现场校园招聘活动，共有80多家企
业提供岗位2000余个，吸引了3200
多名毕业生参与，初步达成意向200
余人次。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的出台，海南自贸港开始释放政
策红利，各个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对人
才的需求也开始旺盛。为了吸引毕业
生投身于海南自贸港建设伟大事业，
各高校均在我省教育、就业部门的指
导下对毕业生进行了政策宣讲。

省教育厅统计，截至6月3日，全
省高校应届毕业生中已有2.4万余人
在海南求职，占总数的44.02%，这一

比例目前还在不断提升。省人力资
源开发局近期开展的2020届毕业生
就业意向调查结果也显示，67%的海
南高校毕业生希望能留在海南就业，
该局正以“让毕业生留在海南”为主
题，有针对性地组织举办行业性、小
规模的现场对接活动，为毕业生与用
人单位之间搭建交流平台。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为进一
步提高学生就业率，我省各高校纷纷

立足实际、广开渠道，提供了许多有
针对性的“稳就业”服务。

比如，海南大学通过开展就业形
势调研，建立了毕业生信息库，通过
进行分类管理、做好服务，着力提高
毕业生就业特别是留琼工作的比例；
海南师范大学联合专业公司开展简
历制作、网上面试等求职能力的线上
培训指导活动，同时成立教师就业咨
询服务团，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的线

上就业指导服务；琼台师范学院重点
做好考研失利、就业困难等毕业生的
心理疏导、政策解答、求职推荐及保
障服务等工作，为学生解决由于求职
受挫出现的心理问题……

“虽然‘大环境’不太好，但有教
育、就业部门的帮助和学校的支持，
我和身边的同学都对找到一份好工
作很有信心。”王翔告诉记者。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

严峻的就业形势让求职之路不畅

多措并举为毕业生就业保驾护航

吸引毕业生留琼为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扫码看海南持
续开展毒品查缉实
战练兵大比武活动

码上读

慈铭援鄂医疗队开启
海南博鳌疗养之旅

抗疫用心 博鳌养心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记者习

霁鸿）疫情袭来，披甲上阵；疫散花
开，畅游海南。6月9日，首批中国非
公医疗支援湖北医护人员慈铭体检
抗疫医疗队一行及家属数十人抵达
海南，开启“有你在就是蓝天”海南博
鳌五天四晚康养活动之旅。

据了解，在疫情暴发后，慈铭集团
响应号召，组建精锐前往武汉支援，同
时，慈铭博鳌国际医院亦在琼海当地
政府及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管理局的号召下，派护士王彦奔赴湖
北支援抗疫。

10日上午，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
在海边休养，下午，医疗队参观了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随后来
到慈铭博鳌国际医院就国际医疗项
目进行了交流分享。

据悉，慈铭博鳌国际医院隶属于
韩博仕医疗集团，该集团通过整合国
内外先进医疗资源做好检后管理，提
升慈铭体检的行业竞争力。未来，韩
博仕医疗集团将以健康体检为行业入
口，以北京韩博仕医疗城为医疗服务
转化平台，以全国韩博仕诊所为抓手，
以海南慈铭博鳌国际医院为新技术转
化基地，与美国纽约曼哈顿GFG转会
诊及生殖中心等资源进行国际互动，
南北互动，打造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
体系，开启“为人民健康服务”新征程。

作为医疗队中的一员，队长张翠
翠以及“火线入党”的周芳芳代表所有
队员对韩博仕集团党委安排的此次疗
养之旅表达感谢，并表示要把在抗战
一线的精神继续发扬到工作当中。


